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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
扎实推进军队各项工作

坚决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
2020年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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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思俊）历时
89天全力追逃，5月19日晚，宜
兴警方在张家港警方的支持下，
成功抓获江苏省公安厅公开缉
捕涉黑涉恶在逃人员胡某（男，
30岁，安徽霍邱人）。至此，今年
以来，省公安厅、无锡市公安局
督捕的7名我市涉黑涉恶在逃人
员全部落网。

“回来再说吧……”5月18
日，涉黑涉恶在逃人员沈某在
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发完这样一
条状态后，来到市公安局宜城
派出所投案自首，如实供述了
自己开设赌场的犯罪事实。经
查，2019年 10月以来，33岁的
沈某伙同他人在我市一居民住
宅内开设赌场，组织他人以“牛
牛”形式进行赌博，非法获利5
万余元。掌握线索后，市公安
部门迅速行动，成功捣毁这一
赌博窝点，抓获多名违法犯罪
人员。但案发后，沈某却一直

逃匿在外。5月中旬，无锡市公
安局公开通缉今年第一批10名
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沈某就
在其中。为此，市公安部门持
续加大案件侦查力度，在开展
追捕的同时，多次上门对其家
人进行政策教育和法律宣讲。
在民警大量工作和公开通缉压
力之下，沈某主动向市公安部
门投案自首。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推进
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尽快
抓获涉黑涉恶案件在逃人员，
强力震慑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市公安局在深层次打击、全覆盖
清扫的同时，紧盯在逃人员踪
迹，采取有力措施，积极缉捕，严
格依法惩办。下阶段，市公安部
门将按照中央、省、无锡市和宜
兴市部署要求，纵深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巩固落实常态长
效机制，奋力夺取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最终胜利。

市公安部门纵深推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省、无锡公安部门督捕的7名我市在逃人员全部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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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
视察水利工程建设情况

本报讯（记者倪 晶 文/摄）昨
天上午，“尚德明礼 成长宜兴”八礼
四仪养成教育主题实践活动启动
仪式暨东坡书院第三届“开笔礼”
活动，在丁蜀镇东坡书院举行。即
日起，市丁蜀高级中学、徐舍镇美
栖村、宜兴文化中心等10家八礼四
仪养成教育培育试点单位，将对标
启动相关建设，引导学校、家庭、社
会全方面开展未成年人文明礼仪
养成教育。

“尚德明礼 成长宜兴”八礼四
仪养成教育主题实践活动，由市
文明办、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
联在全市范围内联合开展，将通
过“八礼四仪”养成教育试点工
作、“八礼四仪道德讲堂总堂进万
家”和“七彩的夏日”“缤纷的冬
日”假期实践活动等，引导学校、
家庭、社会全方面开展未成年人
文明礼仪养成教育。活动以“4＋
X”为试点建设标准，“4”即“有特
色礼仪品牌、有志愿服务融合、有
文明礼仪实践课程、有常态化养
成制度“，“X”即其他“八礼四仪”
特色工作，期待通过丰富多彩的
活动，深入推动全市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引导他们了解
当代文明礼仪的基本规范，并通
过“小手拉大手”带动成年人文明
素质提升，为全市开展礼仪教育
创造积极和谐的社会环境。

“除了办好‘东坡夜读’品读会，
我们将有效利用假期，开展未成年
人文明礼仪主题培训，选拔优秀学
员成为‘文明礼仪讲解员’与‘文明
礼仪示范员’。”作为本次10家八礼

四仪养成教育培育试点单位之一，
东坡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立足
该活动，在文明礼仪教育方面不断
探索，构建起孩子、家庭、社会三位
一体的养成教育体系。宜城街道土
城社区作为试点单位之一，也将开
展多种形式的线上线下活动，打造

“修身学堂”品牌。
活动现场，东坡书院第三届

“开笔礼”通过沃盥之礼、正衣冠、
点朱砂等10多项仪式，让即将升
入小学的孩子们感受到传统礼仪
的魅力，帮助他们未来更好地践
行八礼四仪。

八礼四仪养成教育主题实践活动启动
10家单位将开展培育试点

本报讯（记者张 胤）连日
来，江苏碧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蒋子厚脸上始终洋溢着
喜悦。上周，公司为南京市鼓楼
区常态化清淤工程项目量身定
制的清淤系统，启程发往南京。
这套系统将“清淤机器人+移动
脱水+物联网技术”相结合，有效
解决淤泥处理难、运输难、管控
难等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该清
淤系统还将为国内区域治理提
供可复制“样本”。

位于环科园的江苏碧诺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于 2011
年。近年来，该公司整合全球优
势资源，形成了“日本技术+中国
制造+海外销售”的创业新模式，
并逐步成为污泥处理处置领域
的龙头企业。“近几年，南京大力
治理黑臭河，通过对河道干涸清
淤、底部硬化，以及对水体进行
生态修复等，取得了阶段性效
果。”蒋子厚说，水体淤泥自然沉
降后，受零星排污、水系变化、污
染物转移等因素影响，随着时间
的推移，淤泥沉积越来越多，逐
渐影响到河道水系的生态系
统。于是，寻找一种简单可靠、

性价比高，且对河道生态影响较
小的清淤方法，显得至关重要。
在南京市鼓楼区相关部门的组
织下，碧诺环保对该辖区的河道
进行了实地考察，并经过一段时
间的研究，最终给出了将清淤机
器人、移动脱水和物联网技术相
结合的解决方案。

“这套河道清淤系统运作
后，能够使清淤过程更为直观、
方便、快捷。并且针对不同河
道因地制宜，不仅提高了作业
效率，还保留了河道原可靠生
态系统，强化了河道自净能
力。”蒋子厚解释，其中，清淤机
器人对该清淤设备进行智能遥
控操作，最大程度降低清淤过
程中对河道原有生态的破坏，
并对泥层性态进行声呐监控，
根据声呐图像判断泥层厚度；
移动脱水系统则包含预浓缩、
加药、自清洗过滤和椭叠式固
液分离系统等，通过做成撬装
式集装箱成品，实现方便运输；
物联网数据平台，可实现清淤
作业实时定位、运行状态实时
监控、即时画面随时查看，同时
回溯各项数据。

碧诺环保为
南京河道清淤施良策

探索区域治理可复制“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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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见证上海的历史，紫砂
壶凝练宜兴的文化。日前，肩负着
宣传推介宜兴的重任，备受关注的
2020“中国陶都 陶醉中国”宜兴紫
砂艺术展暨宜兴（上海）经贸文旅
合作洽谈会在黄浦江畔落下帷
幕。精心准备的宜兴紫砂艺术展
成功吸引了在沪的名人政要、商业
精英，不仅成为沪宜文化交流互动
的新起点，还成功架起更为宽广的
合作桥梁。

“一百多年前，宜兴紫砂人带
着实业救国的梦想，在上海创办
企业，把宜兴紫砂推向世界；十年
前，我们依托上海世博会，举办陶
都风陶艺展，打开了对外合作的
新空间；今天，我们也将通过紫砂
艺术，加强沪宜交流合作，加快融
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时代大
潮。”宜兴紫砂艺术展开幕式上，
市委书记沈建激情洋溢地向在座
嘉宾讲述了依托紫砂艺术这一开
放合作的纽带，宜兴与上海结下

的不解之缘。时隔十年，我市遴
选20位国大师、73位省大师、47
位省名人以及43位历届十佳、优
秀青年陶艺家近年来的得意之
作，再次举办紫砂艺术上海展，延
续紫砂艺术与上海百年的情缘，
开启沪宜文化交流互动的新起
点。应邀出席展览的中国作家协
会副主席叶辛不仅喜欢紫砂，还
定期来宜采风、体验紫砂创作。
他在发言中表达了自己对紫砂的
热爱之情，认为这场紫砂艺术展
给沪上广大壶艺爱好者带来了新
的视觉盛宴，让大家更加深刻地
认识紫砂艺术、感受紫砂魅力，沪
宜两地文艺界人士在艺术交流、
文化融通中，情谊也将得到升华。

这场视觉盛宴还成功开启宜
兴对外宣传的窗口。依托紫砂集
聚的人气，宜兴借势开展“茶禅四
月到宜兴”文旅、城市开发等视频
推介，激发了在场嘉宾的浓厚兴
趣。汇加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

陈朝晖、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丁劲
松等都表示，很多上海朋友，都是
通过一把紫砂壶，认识了宜兴、走
进了宜兴。通过此次活动，他们对
宜兴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教
授之乡”有了全新的认识，一代代
宜兴人崇文厚德、开拓进取的事
迹，充分彰显了苏商精神的精
髓。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
合互补，多平台、多形式的宣传形
式，也赢得媒体朋友们的啧啧称
赞。就职于解放日报社的杨建是
土生土长的宜兴人，每次回宜，他
都会感受到家乡的变化。在活动
现场，作为资深媒体人，他由衷地
感慨，宜兴不仅城市建设越来越
有国际范，对外宣传也不断开启
新路径，其独特的烟火气和城市
风貌总是通过各种渠道呈现给每
个人。宜兴这座千年古城传统与
潮流迸发着无穷魅力，必将成为更
多人心驰神往的“网红古都”，吸引
更多上海客商、市民慕名前往感受

宜兴的无限精彩。
独步于世界陶艺之林的紫砂

文化，通过精心运作，不仅成为维
系友谊的纽带、城市外宣的金字招
牌，还成为宜兴对外招商引资“岗
位”上的“螺丝钉”。尤其是作为
紫砂发源地的丁蜀镇，近年来积
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以全
面接轨上海为主攻方向，成功吸
引方井紫砂文旅城、陶渊谷亲子
园等多个优质项目落户。上海远
方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忠
池是我市首批在沪商务顾问，方井
紫砂文旅城项目的落户和建设，是
他“穿针引线”的硕果。他说，因为
喜欢紫砂，所以热爱宜兴，也愿意
做好宜兴的推介员。他期待，紫砂
能为沪宜两地架起更为宽广的合
作桥梁，让更多上海朋友走进宜
兴、结缘宜兴，在产业发展、文化旅
游、科技创新等方面开展合作，共
同构筑天长地久的友谊，携手开创
互利共赢的未来。

展示陶都魅力 系牢合作纽带
——2020“中国陶都 陶醉中国”宜兴紫砂艺术展暨宜兴（上海）经贸文旅合作洽谈会盘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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